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车轼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雁冰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纪铁真

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982,865,927.32 2,646,335,624.13 1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47,635,775.08 1,404,042,631.80 3.1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6,092,691.59 11.49% 495,381,947.36 1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529,296.41 18.41% 43,540,302.86 1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199,441.10 24.00% 39,303,137.79 15.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82,533,838.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5 18.85% 0.1786 16.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5 18.85% 0.1786 16.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5% 0.04% 3.05% 0.3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09,179.5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426,777.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0,433.35

合计 4,237,165.0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207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02% 61,000,000 0 质押 61,000,000

车轼 境内自然人 3.30% 8,045,200 6,033,900 质押 8,045,200

胡斌绩 境内自然人 1.87% 4,557,490

中国工商银行-建

信优化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3% 4,229,644

韩啸 境内自然人 1.35% 3,281,501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四组合

其他 1.26% 3,067,473

周啸寒 境内自然人 0.91% 2,227,600

秦弦 境内自然人 0.82% 2,000,000

海通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客户资金

（交易所）

境外法人 0.81% 1,977,101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6% 1,858,65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6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000,000

胡斌绩 4,557,490 人民币普通股 4,557,490

中国工商银行-建信优化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4,229,644 人民币普通股 4,229,644

韩啸 3,281,501 人民币普通股 3,281,50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3,067,473 人民币普通股 3,067,473

周啸寒 2,227,6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7,600

车轼 2,011,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1,300

秦弦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交易所）

1,977,101 人民币普通股 1,977,10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58,650 人民币普通股 1,858,6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车轼是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联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于2015年4月1日披露非公开发行预案，于2015年4月30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0918号），于2015年7

月1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0918号），于2015年9月25日通过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于2015年10月2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书面核准文件，下一步公

司将择机发行。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2015年04月0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临2015-005等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山东东

方海洋

集团有

限公司

（1）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主营业务

相同或相似的生产经营和销售。（2）不从

事与本公司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也不以独资经营、合资经营和

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的方

式从事与本公司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3）对已经投资的公

司今后可能与本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承

诺在协议签订后尽快采取权益转让等方式

解决，以防止可能存在的对本公司利益的

侵害。（4）在今后的经营范围和投资方向

上，避免同本公司相同或相似；对本公司已

经进行建设或拟投资兴建的项目，将不会

进行同样的建设或投资。（5）在生产、经

营和市场竞争中，不与本公司发生任何利

益冲突。（6）如果发生本公司将来所生产

的产品与东方海洋集团相同或类似，本公

司有权优先收购东方海洋集团在该等企业

中的全部股份。

2006年11

月28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0.00% 至 2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4,159.85 至 4,991.82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159.8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上述经营目标并不代表公司对2015年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

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请

投资者特别注意。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法定代表人：车轼

签字：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马国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满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蕴玉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621,257,820.96 7,614,442,608.41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353,019,482.39 3,549,030,637.51 -5.5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46,047,293.43 2.59% 3,228,718,472.29 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0,772,599.88 -355.93% -225,335,908.06 -19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6,359,246.35 -409.23% -244,319,394.15 -21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01,560,029.37 -266.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380.00% -0.28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380.00% -0.28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5% -4.41% -6.56% -12.7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58,807.0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4,302,968.9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140,996.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72,716.9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92,003.75

合计 18,983,486.0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349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卫星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88% 399,000,000 0 质押 124,000,000

YANG�YA�ZHEN 境外自然人 17.88% 143,000,000 0

嘉兴茂源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38% 51,000,000 0

长城证券－工商

银行－长城卫星

石化1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3% 8,265,425 8,265,425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7% 4,581,7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银

华中国梦30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4% 1,900,550 0

雷永生 境内自然人 0.21% 1,642,2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新

经济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0% 1,573,850 0

马肖成 境内自然人 0.19% 1,511,500 0

南方基金－农业

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17% 1,367,3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9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9,000,000

YANG�YA�ZHEN 14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000,000

嘉兴茂源投资有限公司 5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000,000

长城证券－工商银行－长城卫星石

化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265,425 人民币普通股 8,265,425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581,700 人民币普通股 4,581,7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

中国梦30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00,55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550

雷永生 1,642,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2,2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经

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1,573,850 人民币普通股 1,573,850

马肖成 1,51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1,5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36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7,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持股5%以上的股东中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卫星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为杨卫东、马国林和杨玉英；2.杨亚珍与杨卫东为夫妻关系，

两人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3.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嘉兴茂源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期末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927,445,877.93 317,522,931.61 609,922,946.32 192.09%

主要系经营性现金净

流量增加， 筹资增加

借款保证金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9,197,413.73

系外汇远期合同增加

所致。

预付款项 116,406,796.97 52,340,193.83 64,066,603.14 122.40%

主要系预付原材料款

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021,771.32 18,664,084.41 -7,642,313.09 -40.95%

主要系收到固定资产

保险赔款1303万元

所致。

存货 465,998,203.76 687,002,275.35 -221,004,071.59 -32.17%

主要系产成品存货余

额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8,651,129.50 3,284,639.20 5,366,490.30 163.38%

主要系改造项目建设

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7,837,758.93 13,166,439.39 -5,328,680.46 -40.47%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本期转回

所致。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期末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短期借款

1,990,019,

018.40

1,337,906,271.84 652,112,746.56 48.74%

系本期增加银行流动

资金借款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2,950,028.04 49,725.00 2,900,303.04 5832.69%

系外汇远期合同增加

所致。

应交税费 4,393,879.17 12,275,386.52 -7,881,507.35 -64.21%

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减

少所致。

应付利息 19,225,955.36 6,769,516.38 12,456,438.98 184.01%

系本期借款额增加相

应利息增加，3亿短融

借款为到期还本付息

所致。

长期借款 776,998,988.72 1,165,698,988.72 -388,700,000.00 -33.34%

系本期固定资产借款

到期归还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所有者权益项目：

减库存股)

33,828,550.00 -33,828,550.00 -100.00%

系本期回购公司股权

激励股份， 同时冲回

库存股和其他非流动

负债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3,058,490,

768.49

2,393,555,806.95 664,934,961.54 27.78%

主要系本期销量同比

增加， 相应销售成本

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3,592,492.38 10,676,751.71 -7,084,259.33 -66.35%

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

税减少， 相应附加税

减少。

销售费用 112,455,738.55 74,284,710.20 38,171,028.35 51.38%

主要系本期销量同比

增加，相应运费增加。

管理费用 227,561,408.26 168,902,615.49 58,658,792.77 34.73%

主要系本期确认股权

激励费用2742万元

所致。

财务费用 166,132,856.49 41,271,915.16 124,860,941.33 302.53%

主要系本期贷款总额

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

加， 且上年项目建设

期资本化利息未列入

财务费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97,258,690.30 973,318.66 -98,232,008.96

-10092.

48%

主要系上年末存货跌

价损失本期转回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193,401.69

系外汇远期合同增加

所致。

投资收益 2,044,685.00

系外汇远期合同收益

所致。

营业外支出 4,726,859.58 6,771,379.50 -2,044,519.92 -30.19%

主要系上年同期固定

资产处置损失294万

元所致。

所得税费用 9,219,401.82 39,258,107.25 -30,038,705.43 -76.52%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

减少， 相应所得税费

用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01,560,029.37 -362,378,613.85 963,938,643.22 266.00%

主要系应收票据、存

货同比变动额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7,672,787.42 -732,762,552.74 575,089,765.32 78.48%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

资产支出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7,259,455.75 863,924,125.03

-1,191,183,

580.78

-137.88%

主要系本期贷款增加

额同比减少， 筹资增

加借款保证金支出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杨卫东、马国

林、杨玉英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36个

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

份。

2011年12月

28日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36个

月之内

按承诺履行，

未有违反承诺

发生

杨亚珍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36个

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

份。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36个

月之内

按承诺履行，

未有违反承诺

发生

杨卫东、马国

林、杨玉英、高

军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36个

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

份。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36个

月之内

按承诺履行，

未有违反承诺

发生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杨卫东

董事长杨卫东

先生承诺其个

人并促使或建

议相关股东在

2015年年内

不减持把你公

司股票；在法

律、法规许可

范围内，根据

公司的实际情

况，积极采取

回购、增持等

措施，鉴定对

公司发展的信

心，维护资本

市场的良性发

展。

2015年07月

09日

自承诺日起至

2015年年末

正常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无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5年度净利润（万元） -35,159.52 至 -34,182.87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255.5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考虑原油价格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存在下行风险，拖累丙烯、丙烯酸及

酯的市场行情，导致产品毛利下降。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由守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春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晓杰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489,471,860.61 1,393,353,946.38 7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026,851,868.29 1,168,957,999.60 73.3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7,827,155.61 0.36% 555,569,957.41 -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732,457.29 -19.65% 68,586,822.51 -1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124,055.05 -21.02% 66,289,218.13 -13.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4,857,026.87 -189.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15.38% 0.40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15.38% 0.40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 -0.53% 5.76% -1.2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72,399.0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65,389.9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85,814.74

减：所得税影响额 376,517.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83.40

合计 2,297,604.3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792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东益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63% 46,008,000 46,008,000 质押 43,248,000

烟台金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76% 25,498,560

PACIFIC�

RAINBOW�

INTERNATION-

AL,�INC.

境外法人 11.91% 20,580,000

烟台华益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4% 5,940,853 4,05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添富

医疗服务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6% 3,221,894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

品-005L-CT001

深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4% 3,000,038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八组合

国有法人 1.74% 2,999,92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鹏

华医疗保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1% 2,963,432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泰柏

瑞盛世中国股票

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1% 2,428,469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鹏

华医药科技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 2,378,573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烟台金业投资有限公司 25,498,560 人民币普通股 25,498,560

PACIFIC�RAINBOW�

INTERNATIONAL,�INC.

20,5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8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

疗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221,894 人民币普通股 3,221,89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

3,000,038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3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2,999,920 人民币普通股 2,999,92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

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963,432 人民币普通股 2,963,43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

盛世中国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2,428,469 人民币普通股 2,428,46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

医药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78,573 人民币普通股 2,378,573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9L-FH002深

1,813,229 人民币普通股 1,813,22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78,573 人民币普通股 1,778,5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增加48.18%，主要系本期收购云克所致

2.应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93.54%，主要系本期收购云克所致

3.预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114.32%，主要系本期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4.应收利息：期末较期初增加125.35%，主要系计提理财收益影响所致

5.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减少40.1%，主要系年初出口退税款收回所致

6.其他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87.79%，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及收购云克所致

7.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增加80.28%，主要系32吨粗品肝素项目开工建设及收购云克所致

8.无形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41.66%，主要系收购云克所致

9.商誉：期末较期初增加468.29%，主要系收购云克所致

10.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100.37%，主要系收购云克增加所致

11.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87462.02%，主要系预付工程款增加及收购云克增加所致

12.短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增加84.9%，主要系贸易融资增加所致

1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期末较期初减少34.08%，主要系远期结售

汇业务影响所致

14.应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减少41.45%，主要系原材料采购减少及货款支付所致

15.预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63.18%，主要系本期预收货款增加及收购云克增加所致

16.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增加49.01%，主要系本期收购云克增加所致

17.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增加50.12%，主要系本期收购云克增加所致

18.预计负债：期末较期初增加100%，主要系本期收购云克增加所致

19.递延收益：期末较期初增加85.42%，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20.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较期初增加38.9%，主要系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影响所致

21.资本公积：期末较期初增加133.67%，主要系发行股份融资所致

22.其他综合收益：期末较期初增加520.81%，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23.少数股东权益：期末较期初增加1026.3%，主要系收购云克所致

2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期末较期初增加73.39%，主要系收购云克所致

25.财务费用：本期较上期减少184.58%，主要系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26.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本期较上期减少100%，主要系本期远期结售汇影响所致

27.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期减少98.63%，主要系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减少所致

28.少数股东损益：本期较上期增加392.75%，主要系本期收购云克所致

29.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311.29%，主要系收结售汇保证金及招标保证

金所致

30.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79.79%，主要系本期收购云克所致

31.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100%，主要系本期处置固

定资产较上期减少所致

32.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105.18%，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所致

33.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减少100%，主要系上期投资北京安信怀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所致

34.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76.25%，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35.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100%，主要系本期发行股份融资所致

36.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32.02%，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37.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期增加41.84%，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38.汇率变动对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本期较上期减少1968.44%，主要系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5年7月22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15年7月22日召

开的2015年第61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无条件审核通过。 公司于2015年9月1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烟台东诚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由守谊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077号，

以下简称“批复” ）。 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核准公司向由守谊发行30,940,965股股份、向厦门鲁鼎思诚

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5,834,305股股份、向西藏中核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7,

001,166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030,226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配套资金。 2015年9月17日，成都市高新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云克药业的股东变更。 至此，标的资

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公司已持有云克药业52.1061%的股权。 2015年10月1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东诚药业向由守谊、鲁鼎思诚、中核新材

和徐纪学发行的47,806,662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交易中新增股份的性

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15年10月20日。（上述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截至报告

出具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已经办理完结。

2、2015年1月23日，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烟台东诚北方制药有限公司（简称“北方制药” ）收到烟台经

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关于下达二〇一五年单位预算指标的通知》（烟开财综指[2015]2号）,根据烟财

建指【2014】113号文，现下达你单位2014年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国家专项资金1000万元，专项

用于盐酸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项目，北方制药收到上述财政专项资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上述专项资金将计入“递延收益” ，与相关资产在使用期限内平均分摊，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对

当期经营业绩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该专项资金的最终会计处理以注册会计师在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1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财政补

贴的公告》）。

3、2015年7月11日，公司股票受A股市场大幅震荡的影响，股票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非理性下跌，为

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公司发布了《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在

公告中详细说明了为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大股东及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管理层人员相应的作出了不减持公司股票的承诺和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等具

体措施,并根据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披露了进展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7月11日、7月15日和8月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烟台东诚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大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管理

层人员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和《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管理层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进展公告》）。

4、2015年7月17日， 公司子公司烟台东诚大洋制药有限公司收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

准签发的“咽炎清滴丸”（国药准字Z20150053）的《药品注册批件》。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7月17日

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子公司获得咽炎清滴丸药品注册批件的公

告 》）。

5、2015年7月17日， 公司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一种肝素钠中过氧化氢残留检测的新方

法” 的发明专利证书。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7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

6、2015年8月1日， 公司及其子公司烟台东诚北方制药有限公司分别收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核准签发的原料药“那曲肝素钙”（国药准字H20153154） 和 “注射用那曲肝素钙”（国药准字

H20153155）的《药品注册批件》。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8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那曲肝素钙及其注射剂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7、2015年9月16日，公司收到了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说明公司那

曲肝素钙原料药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9月16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药品GMP证书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

2015年07月23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

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95）

2015年09月12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108）

2015年09月21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5-110）

2015年10月19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公司关于收到

财政补贴的事

项

2015年01月23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收到财政补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0）

关于维护公司

股价稳定的事

项

2015年07月11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7）

2015年07月15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大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管

理层人员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4）

2015年08月04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管理层人员增持公司股

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102）

公司子公司获

得咽炎清滴丸

药品注册批件

的事项

2015年07月17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子公司获得咽炎清滴丸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9）

关于取得发明

专利证书的事

项

2015年07月17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8）

关于获得那曲

肝素钙及其注

射剂药品注册

批件的事项

2015年08月01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获得那曲肝素钙及其注射剂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101）

关于公司收到

《药品GMP证

书》的事项

2015年09月16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获得药品GMP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109）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烟台东益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东益承诺本次交易前其持有的东诚药业股份锁定

期为本次交易完成后12个月。

2015年10

月20日

1年

正常履行

中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由守谊;厦门

鲁鼎思诚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本人/本企业在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东诚药业股份自

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如本

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认购股份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

期末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认购股份发行价的，本人/本

企业持有的因本次交易认购的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至少6个月。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后，本人/本企

业在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东诚药业的股份在与东诚药

业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执行完毕之前不得对外转

让。

2015年10

月20日

3年

正常履行

中

西藏中核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

司

本公司在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东诚药业股份自股份上

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2015年10

月20日

1年

正常履行

中

徐纪学

本人在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东诚药业股份自股份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2015年10

月20日

3年

正常履行

中

由守谊;厦门

鲁鼎思诚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承诺云克药业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合并报

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1亿元、1.22亿元、1.46亿元。 若拟购买资产在

任一承诺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额，未

能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额，该年度补

偿义务人同意按照如下约定向东诚药业履行补偿义

务，具体补偿方式如下：补偿义务人将按下列公式，在

每一承诺年度盈利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每年计算一

次应补偿股份数量。 由守谊、鲁鼎思诚当期应补偿股

份的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额－截

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额）×本次发行的股份

总数÷承诺年度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已补偿股

份数量。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零时，按零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若需补偿，则补偿义

务人内部按照各方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所认购

东诚药业的股份数与补偿义务人认购东诚药业股份数

之和的相对比例确定。 若上述补偿股份数量超过本次

交易东诚药业向补偿义务人支付的股票总数，差额部

分由由守谊、鲁鼎思诚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现金补偿

的金额=不足补偿的股份总数×发股价格。 承诺年度

届满后，由东诚药业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审计机构对拟购买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拟购买资

产期末减值额＞承诺年度内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股价

格+补偿义务人已补偿的现金补偿金额，则补偿义务

人应向东诚药业进行资产减值的补偿。 资产减值补偿

的金额=期末拟购买资产减值额-承诺年度内补偿义

务人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补偿义务人已补偿

的现金补偿金额。 "

2015年10

月20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中

由守谊;厦门

鲁鼎思诚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西藏中核

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徐纪

学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公司/企业将不

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任何与重组后上市公司可能

产生同业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在任何与东诚药业产生

同业竞争的企业拥有任何利益。

2015年10

月20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中

由守谊;厦门

鲁鼎思诚股权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西藏中核

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徐纪

学

"本人/本企业将避免一切非法占用重组后上市公司的

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重组后上市

公司向本人/本企业及其投资或控制的其他法人违法

违规提供担保。 本人/本企业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

与重组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对无法避

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

序，按照重组后上市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

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重组后上市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人/本企业对因其未履行本承

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重组后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 "

2015年10

月20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中

李明起;程作

用;钟国标;苑

娇梅;邓启民;

王翰;王煜;赵

仕健;潘晓艳

"应维护原有管理层的稳定，避免核心团队成员的流

失。 为保证云克药业持续发展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

自本次重组交割日起，仍需至少在云克药业任职5年。

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或参与

任何可能与重组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

动，则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书面通知重组后上市公司，

如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限内，重组后上市公司书

面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尽力将该

商业机会优先提供给重组后上市公司。 "

2015年09

月17日

5年

正常履行

中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由守谊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由守谊先生承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所持烟台东益的股权，也不由该公司回购其所持股

权；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间接持有的股份。 上述承诺锁定期

届满后，在其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其所持烟台东益的

股权不超过其所持该公司股权的25%，每年转让其间

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烟台东益的股权

及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2年05

月25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中

齐东绮;吕春

祥;易琼;朱春

萍

公司齐东绮、吕春祥、易琼、朱春萍承诺：自公司股票上

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华益投资的

股权；上述承诺锁定期届满后，在其任职期间内，每年

转让其持有华益投资的股权不超过其所持该公司股权

的25%，每年转让其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不超过其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所持华益投资的股权及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2年05

月25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中

烟台华益投资

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烟台华益投资有限公司承诺：（1）自公司本

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股

份。（2）上述股份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公司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2012年05

月25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中

烟台东益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承诺：（1）

自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股份。（2）上述股份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公

司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2012年05

月25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中

烟台东益生物

工程有限公

司;由守谊;

PACIFIC�

RAINBOW�

INTERNA-

TIONAL,�

INC.;烟台金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公司控股股东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及主要股东

烟台华益投资有限公司、烟台金业投资有限公司、

PACIFIC�RAINBOW�INTERNATIONAL�INC承诺：

（1）承诺人在本承诺有效期内不会具体从事与东诚生

化相竞争的业务，也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东诚生化相竞争的投资或业务；（2）如出现因违反

上述承诺而导致东诚生化及其他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

情况，承诺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述承诺

在承诺人作为东诚生化主要股东或受东诚生化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企业期间及失去上述地位之日起一年内有

效。

2012年05

月25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中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烟台东诚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度）的具体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1、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法律允许的其他方

式分配利润。 公司若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优先采

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2、根据《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

可以根据当期的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资

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30%。

3、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应至少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

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充

裕，实施现金分红后不会影响公司将来持续经营；（2）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3）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

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

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

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 4、在符合上述

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

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

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

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

比例最低应达到80%；（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

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

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3）公司

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

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

应达到20%；（4）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

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5、公司可以

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

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为

保持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相适应，采用股票股利方式

进行利润分配。 "

2015年01

月01日

3年

正常履行

中

公司实际控制

人由守谊先生

及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公司

核心管理层人

员；公司股东

烟台金业投资

有限公司；公

司外资股东

PACIFIC�

RAINBOW�

INTERNA-

TIONAL,�

INC.�。

"1、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守谊

先生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核心管理

层人员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未来6个月内(即2015年

7月15日至2016年1月14日)拟通过二级市场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5000万元增持公司股票。 2、公司股东烟台

金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未来6

个月内(即2015年7月15日至2016年1月14日)通过证券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不少于

其2015年上半年累计减持股票金额的10%金额的本

公司股票；未来，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情况

下，公司外资股东PACIFIC�RAINBOW�

INTERNATIONAL,�INC.�承诺将通过证券公司、基金

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不少于其2015年

上半年累计减持股票金额的10%金额的本公司股票。

"

2015年07

月15日

6个月

正常履行

中

公司控股股东

烟台东益生物

工程有限公

司；公司持股

5%以上大股

东（烟台金业

投资有限公司

和PACIFIC�

RAINBOW�

INTERNA-

TIONAL,�

INC.）及公司

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

员。

公司控股股东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承诺未来一

年内不减持本公司股票；公司持股5%以上大股东（烟

台金业投资有限公司和PACIFIC�RAINBOW�

INTERNATIONAL,�INC.）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承诺自公告之日起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本公

司股票。

2015年07

月11日

1年

正常履行

中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15.00% 至 15.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8,836.43 至 11,955.17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0,395.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产品价格波动所致。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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